
体检半年后
员工确诊为肺癌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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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亚足联在吉隆坡举行2018赛季亚冠小组赛的
抽签仪式，明年中超仍是2+2的名额，即中超冠军广州恒
大和足协杯冠军上海申花直接获得小组赛的资格，中超
亚军上海上港和季军天津权健将参加资格赛。

上海上港的资格赛对手是泰国清莱联和资格赛第
一轮资格赛晋级球队（印尼巴厘联或新加坡淡滨尼流
浪）之间的胜者，相对来说比较轻松。天津权健将在资格
赛上对阵澳超季军布里斯班狮吼与资格赛第一轮晋级
球队（缅甸掸联与菲律宾冠军）之间的胜者。上港和权健
参加的亚冠资格赛第三轮将在明年1月30日开打，届时
两队将拉开中超球队在2018赛季的大幕，如果上港和
权健顺利晋级小组赛，上港将与川崎前锋、蔚山现代、墨
尔本胜利同分在F组，权健将与全北现代、香港杰志同
分在E组，该组另一支球队也来自资格赛，很有可能是
日本的大阪樱花。

广州恒大和上海申花分别落位在G组和H组，恒大同
组的对手是济州联、武里南联和尚未出炉的日本天皇杯冠
军，相对来说较为轻松。上海申花则与悉尼FC、鹿岛鹿角
同组，该组另一支球队将通过资格赛参赛，很可能是韩国
的水原三星。

按照亚足联的赛程，亚冠小组赛首轮将在 2 月 13
日、14日进行。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近日，安州区法院审理认为，四川某建
材公司组织员工进行体检，公司在收到安
州疾控中心的体检报告后，应当及时送达
或告知体检结果；但李贵在绵阳市中心医
院做CT检查后，家属才从公司领取了在安
州疾控中心的体检报告，公司严重侵犯李
贵及时了解病情的知情权，因此公司有一
定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随后，
法院作出一审判决，由公司赔偿6万元。

一审判决后，四川某建材公司不服上
诉。日前，经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组织
调解，最终以四川某建材公司一次性赔偿
原告5万元达成调解协议。

安州区法院审理本案的法官付传捷表
示，体检中最常见的纠纷是漏检，像李贵这
种被检出肺部有问题，建议 CT 进一步检

查，却在半年多内未被通知确实比较罕见。
现在很多单位在委托医疗机构给员工体检
后，大部分是将体检报告交由单位签收，这
就可能出现单位不能及时将报告发放到员
工手中的情况出现。

付传捷建议，用人单位不仅要及时将
体检报告送达员工本人或者家属，医疗机
构也可以建立特殊病情通知机制，在发现
被体检者有较为严重的特殊病症时，应该
及时通知本人或亲属，以利于尽快去医院
复查并治疗。因为如果当事人因为不知道
病情而延误治疗造成病情恶化甚至去世，
作为签收了体检报告的企业，无疑要承担
一定的民事责任。

白杰 成都商报记者 汤小均（文中人
物为化名）

单位组织体检未告知结果
员工病故后家属获赔5万元

公司组织员工体检，收到报告后却没有通知员工领取。而员工
在体检半年后确诊为肺癌，随后病故。员工在医院检查后，家属才从
单位索要到体检报告，诊断意见为右肺中叶外带区见圆形中等密度
阴影，性质待查，建议CT进一步检查。

家属认为，公司未及时交付体检报告，延误了李贵病情，侵犯了李
贵的知情权和生命健康权，索赔10余万元。近日，绵阳安州区法院一审
判决公司赔偿6万元，公司不服上诉，经二审调解，某公司赔偿5万元。

李贵是绵阳高新区磨家镇人，今
年53岁，2012年2月至2017年6月，他
受聘于位于安州区的四川某建材公
司，主要从事公司搅拌站清理和打扫
卫生工作。

2016年4月12日，四川某建材公
司委托绵阳市安州区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对李贵等9人进行职业健康检查。5
月 10 日，疾控中心出具了《职业健康
检查结果报告》和检查报告单。

虽然进行了体检，但李贵及家人
一直没有收到检查报告单，而李贵也
仍在进行原来的搅拌站清理和打扫卫
生工作。

2016年11月10日，李贵头晕、咳
嗽等症状越来越严重。李贵的儿子李
靖督促李贵到绵阳市中心医院进行检
查治疗，检查发现：右肺上叶肿块，考
虑周围性肺癌可能性大，肺气肿征，双
肺间性质改变，右肺门区淋巴结肿大，
左侧额叶及右侧枕叶结节，考虑转移
瘤可能性大。诊断为：右肺上叶鳞癌伴
脑转移？肺气肿征，双肺间性质肺炎，
住院治疗检查。2017 年 1 月 20 日确
诊：右肺腺癌伴肺内，颅内转换 TV
期，行放化疗抗肿瘤综合治疗。

2017年6月28日，李贵因肺癌晚
期在家中去世。

李贵的确诊及去世，让儿子李靖
和妻子黄红难以接受。他们发现，早
在李贵体检时，应该就已查出了问
题，但李贵本人和家属并不知情。

李贵被催促到绵阳市中心医院进
行CT检查后，李靖找到安州区疾控中
心，索要李贵的《职业健康检查结果报
告》和检查报告单。这时李靖才得知，
四川某建筑公司已于2016年5月10日
签收了检查报告单，但并没有交给李
贵。随后，李靖找到公司，复印了一份
检查报告，上面的诊断意见为：“右肺
中叶外带区见直径为3.5×3.5大小类
圆形中等密度阴影，性质待查，建议
CT进一步检查。心影未见异常。”

看到这份报告，李靖非常气愤。

他认为，父亲李贵作为四川某建材公
司聘用的除尘清洁工人，享有接受健
康体检的权利，可公司在收到体检报
告后，未及时交付给李贵，更未告知
李贵应再进一步检查或休息或调换
工作，李贵仍在原工作岗位带病坚持
工作，以至于延误病情的治疗，造成
病情恶化。这样的做法，是公司对职
工的严重不负责任，而且侵犯了李贵
的知情权和生命健康权。

今年8月8日，李靖及黄红将四川
某建材公司告上法庭，请求赔偿医疗
费、护理住院在续治疗及休养费用、住
院伙食补助费、住院营养费、死亡赔偿
金、丧葬费、交通费、精神抚慰金等，由
公司承担20%，共计132847.4元。

近日，安州区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庭审
中，双方针对公司延迟交付体检报告，延误病
情，是否应该担责而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庭审中，李靖和黄红认为，根据规定，
医疗机构出具的健康体检报告，为保护当
事人隐私，大部分是密封的，这就要求体检
报告应该由当事人亲自拆封查看。而四川
某建材公司委托医疗机构对李贵进行体检
后，虽然公司有权签收体检报告，并应该及
时交给李贵，让李贵自己查看报告单。

“如果我们在体检后就知道需要进一
步CT确认，那么，肯定会及时检查治疗。但

是，几乎是在确认后，在我们的要求下才拿
到体检报告。虽然癌症晚期的患者难以治
愈，但公司的做法明显延误了病情，公司理
应承担部分责任。”李靖说。

然而，四川某建材公司在庭审中辩称，
李贵是因癌症晚期死亡，公司延迟将报告
交付李贵，与李贵的死亡没有直接因果关
系。而且李贵在1年前就有刺激性咳喘和咳
痰，应该自己去医院检查并进行治疗，责任
主要在于李贵本人；李贵是公司的聘用工
人，公司可以从人道主义上提供经济帮助，
但不承担赔偿责任。

2018亚冠小组赛抽签
恒大喜获上签

11月27日晚，
25岁的自贡辅警余
海接到单位命令，
到成都市参加一项
专案抓捕行动。原
本以为行动结束
后，还能在28日下
午赶回自贡，如约
与未婚妻到民政局
领取结婚证。不想，
余海在行动中被试
图逃跑的嫌疑人驾
驶的车辆撞倒，骶
椎部位受伤，食言
了约定。

12 月 6 日 上
午，余海的未婚妻周女士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坦
言，虽然未能如期领取结婚证，有一点小遗憾，但绝对理
解和支持未婚夫的工作，并为其在打击违法犯罪中受伤
的英勇表现感到自豪。

刚拍完结婚照
便接到紧急出发命令

余海是自贡市自流井区公安分局情指联动中心便
衣行动中队的一名辅警人员。2016年10月参加工作以
来，余海先后参与抓捕行动160余次，协助抓获各类违
法犯罪嫌疑人员120余人。12月6日，成都商报记者在自
贡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部骨科病房见到了余海，主治医
生正在对其伤情做进一步检查。

余海告诉成都商报记者，11月27日下午，他和未婚
妻拍了结婚照（上图），准备第二天，到民政局领取结婚
证。因为这天刚好是二人恋爱六周年纪念日。不想，当
晚，余海接到单位的命令，要求立即赶至成都市新都区，
参加一项专案抓捕行动。

嫌疑人开车撞过来
他被撞倒在地疼痛难忍

余海回忆，根据行动方案，他和其他同事兵分四路，
在新都区一废弃楼房外面的几条村道上设置防逃跑屏
障、铺设阻车器，并埋伏在嫌疑人销赃的院坝铁大门两
侧和围墙附近。10分钟不到，嫌疑人吴、邓二人销赃完
毕，准备打开院坝大门驾车离开。此时，余海和一名同事
正好埋伏在大门一侧，等待嫌疑人开门时进行抓捕。

“他们刚准备开门，我就一把抓住开门人的手，把他
拉了出来。”余海称，他把开门的嫌疑人吴某拉出大门，
制服在地，准备取出手铐进一步控制。突然，门内有车辆
启动，从内冲出，把余海撞倒在地。随后迫于走投无路，
驾驶人邓某选择停车，束手就擒。“感觉屁股像被人踢了
一脚，我飞出去大约2米。”余海说，当时没觉得痛，他死
死抓住吴某的手，防止其逃跑。同时，其余同事先后将买
油老板和驾车撞伤余海的邓某抓获。直到给吴某戴上手
铐，余海才觉得尾椎部位疼痛难忍，由同事搀扶到一旁
休息，后送往新都当地医院检查治疗。

错过约定领证日
未婚妻略遗憾但支持

11月29日凌晨，余海随专案组从成都将两名犯罪
嫌疑人押解回自贡，这时，他已错过与未婚妻约定的28
日领取结婚证的日子。

错过原定领结婚证的日子有何感想？余海微笑着
说，干公安这一行，太正常不过了；等伤好了，改个日子
去办就好了。未婚妻周女士也没有生气。

12月6日，周女士在电话中告诉成都商报记者，11
月28日是二人的恋爱六周年纪念日，原定这天领取结
婚证是觉得很有意义。如今未婚夫因为工作耽误了，虽
然感觉有点小遗憾，但绝对理解和支持他的工作。“等他
伤好了，我们重新挑个日子领证就是了”。

目前，余海在自贡市第一人民医院接受进一步检查
治疗。

当地12月5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在
瑞士洛桑经过开会后宣布，禁止俄罗斯代
表团参加明年 2 月在韩国平昌举行的冬
奥会，但是允许符合条件的运动员以中立
身份参加个人或集体项目，这些运动员将
被称为“来自俄罗斯的奥林匹克运动员”
（Olympic Athletes from Russia）。平昌冬
奥会中，如果这些俄罗斯运动员登上领奖
台，伴随他们出现的将是国际奥委会会
旗、国际奥委会会歌，而不是俄罗斯国旗、
国歌，他们赢得的任何奖牌都不会归属于
俄罗斯。针对一个国家做出这样严重的处
罚，这在国际奥委会历史上非常罕见。

欧美持续施压
“处罚”结果预料之中

2016年，由欧美主导的世界反兴奋剂
组织就曾发布报告详细描述俄罗斯在索
契冬奥会期间的“兴奋剂”事件，针对调查
俄罗斯体育禁药丑闻的“麦克拉伦报告”
显示，2011 年~2015 年，1000 多名俄罗斯
选手涉嫌服用兴奋剂，涉及30个夏季/冬
季奥运项目，而俄罗斯政府采用有组织地
偷换运动员送检尿样等方式掩盖运动员
集体服药的行为。

随后，国际奥委会出台针对俄罗斯体
育的严厉制裁措施，俄罗斯田径队因此无
缘里约奥运会。今年的田径世锦赛，俄罗
斯选手也是以中立身份参赛。在冰雪项目
方面，过去一周，25位俄罗斯运动员受到
禁赛处罚，俄罗斯共被剥夺 11 枚冬奥会
奥运奖牌。

上个月，国际奥委会就考虑对俄罗斯
进一步进行惩罚，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国
家和地区都呼吁应该禁止俄罗斯参加
2018 年平昌冬奥会。本月 4 日，克里姆林
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曾表示，俄罗斯并无意
抵制奥运会，但强调总统普京仍保留最后

的发言权。这一表态，也被外界视为俄罗
斯对于即将到来的“处罚”做好心理准备。

俄体育部官员
被禁止出席平昌冬奥会

不过，国际奥委会并未堵死俄罗斯
运动员参加冬奥会的大门，他们同时宣
布，符合参赛规定的俄罗斯运动员可以
参赛，只是不能以俄罗斯代表队的身份
参加，不能在俄罗斯国旗下参加比赛，赢
得的任何奖牌也不会归俄罗斯。奥委会
会给他们提供中立的制服，俄罗斯国歌
也被禁止播放。

此外，国际奥委会还禁止俄罗斯体育
部官员出席平昌冬奥会。曾任俄罗斯体育
部长的穆特科和副部长纳戈尔内赫终身
不得参加奥运会。取消索契冬奥会组委会
首席执行官切尔尼申科在北京冬奥会协
调委员会中的职务。暂停俄罗斯奥委会主

席茹科夫的国际奥委会的委员职务。国际
奥委会还表示，保留对牵涉其中的相关人
员继续采取措施的权利。

俄方反应强烈：
这不会“击倒”俄罗斯

对于国际奥委会的决定，俄罗斯方面
反应强烈，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这
不会“击倒”俄罗斯，“人们能想象这样的决
定对运动员所造成的痛苦，但这不会击倒
我们，这既不是一场世界大战，更不是什么
制裁，我们总是能够生存下来。”扎哈罗娃
还高度肯定2014索契冬奥会的成就。

俄罗斯奥委会主席茹科夫似乎还对
国际奥委会改变决定有所期待，他希望获
得邀请的清白运动员可以参加平昌冬奥
会，但并不同意这些运动员必须在中立旗
帜下参赛，“按照规定，如果能在最后一天
取消临时限制，哪怕只是在最后一天，俄

罗斯运动员也应该可以在俄罗斯的旗帜
下与其他运动员进行比赛。”针对国际奥
委会的决定，全俄电视和广播电视公司
（俄罗斯国家电视台）在当天转播国际奥
委会发布会的过程中，通过字幕声明该电
视台将不会转播明年 2 月在韩国平昌举
行的冬奥会。

仍有悬念：
俄运动员是否会抵制参赛？

尽管国际奥委会给俄罗斯运动员参
赛留了门，但俄罗斯运动员是否会抵制参
赛，成为外界关心的问题。国际奥委会主
席巴赫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这对奥运和
体育运动完整性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冲
击。”同时，他强调不希望俄罗斯运动员抵
制。因为“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在遵
循正当程序之后，对这种系统性兴奋剂行
为进行制裁，同时保护了清白运动员。与
兴奋剂划清界限，并且成为世界反兴奋剂
机构领导下更有效的反兴奋剂体系的催
化剂。”2018平昌冬奥会组委会主席李熙
范表示，接受国际奥委会禁止俄罗斯国家
队参加平昌冬奥会的决定，但“庆幸”国际
奥委会仍将允许俄罗斯选手以个人资格
参赛。

不过，对于国际奥委会的“好意”，俄
罗斯体育界似乎并不太领情，俄罗斯速滑
队的负责人克拉维特索夫表示，要不要参
赛要由运动员来决定。

俄罗斯议会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克林
特塞维奇的态度则非常强硬，他认为俄
罗斯运动员如果不能在俄罗斯国旗下进
行比赛，就不该参加平昌冬奥会。据俄通
社塔斯社报道，俄罗斯运动员和官员的
下一步行动预计将在下周二的一次会议
上讨论决定。

成都商报记者 何鹏楠 综合整理

抓捕中被嫌疑人开车撞伤
25岁辅警失约领结婚证

自贡市自流井区公安分局情指联动中心负责人王
茂良介绍，此次要执行的是一起盗窃柴油系列案犯罪嫌
疑人的抓捕行动。“10·26盗窃柴油系列案”专案组从10
月26日成立以来，先后出动50余名警力，兵分三批次，
在成都、德阳、资阳等城市，总计行程2000多公里，进行
了大量且细致的走访、摸排，最终锁定了犯罪嫌疑人：37
岁的富顺人吴某，48岁的新都人邓某。

据初步统计，在1个多月时间里，吴某、邓某二人先
后作案30余起，盗得柴油2.4万多升，案值超过15万元。
目前，二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王萦 成都商报记者 袁伟 摄影报道

负伤背后
偷油团伙被打掉

俄罗斯被禁止参加平昌冬奥
运动员只能以中立身份参赛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这不会“击倒”俄罗斯

延迟给报告
家属索赔10余万元

庭审焦点
延误病情，公司是否该担责？

一审判决
公司侵犯知情权赔偿6万元索赔

关注

解读

12月5日，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左）与国际奥委会调查委员会负责人、瑞士原联
邦主席施密德在瑞士洛桑出席新闻发布会

法院审理认为：公司严重侵犯该员工及
时了解病情的知情权，因此公司有一定过错，
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